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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讯员#$%

"今天上午#省委书记$

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罗保铭在省政府政
务服务中心调研时强调# 不断创新行
政审批服务模式# 深入推进行政审批
制度改革# 努力打造依法高效廉洁的
服务型政府#为海南实现科学发展$绿
色崛起创造一流的政务环境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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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你好' (&辛苦了' (&谢谢你' (上
午$时#%分#罗保铭走进省政务中心审
批大厅# 不断向办事窗口的工作人员
问好#并与大家亲切交谈#了解审批内
容$流程$效率等情况% 从一楼再到二
楼# 罗保铭走访了进驻省政务中心的
&'个厅局的全部窗口%

省地税局审批办窗口的张学睿是
审批工作人员中的先进典型#今年(月
她被评为 &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

员(% 张学睿是一名军嫂#丈夫长年不
在身边#她白天在中心辛勤工作#晚上
回家还要照顾一对双胞胎儿子% 但她
克服各种困难# 连续四年保持出勤
)%%*# 行政审批按时办结率+""*$纳
税人零投诉% 了解这些情况后#罗保铭
连连称赞张学睿&不容易' (

在省财政厅窗口# 当罗保铭听说
有的审批事项原来,%天办结而现在可
以当场办结时# 他仔细询问在快速的
审批中如何把好关#叮嘱工作人员&既
要服务效率#也要服务质量% (

&真心办事$ 高效服务(#&热情周
到$ 方便快捷(#&审批中体现专业$服
务中流露真情( ))走在大厅各个窗
口#一面面鲜艳的锦旗映入眼帘#引起
了罗保铭的关注% 据不完全统计#省政
务中心成立'年来# 已收到锦旗-%%余
面% &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!#罗保铭
说#一面面锦旗#充分反映办事群众对

审批服务的认可# 这是对大家工作最
好的褒奖%

在中心的监控室# 罗保铭听取了
视频监控$考勤管理$大厅巡查$绩效
考核等管理情况汇报# 对中心日渐完
善的管理制度给予肯定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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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座谈会上# 罗保铭听取了省政
务中心运行'年来的总体情况#以及网
上审批$网上招投标$电子口岸入网并
联审批等工作模式汇报# 不时插话与
大家交流%

据介绍# 省政务中心以现代科技
手段推进审批制度改革# 依托电子政
务平台构建网上审批虚拟大厅# 与实
体政务大厅无缝对接#实现&全天候(

服务% 目前# 中心各进驻单位已实现
,&.项审批事项的内网标准化审批%

罗保铭对此深有感触#他说#网上

审批模式既提高了工作效率#为办事群
众提供了方便#也规范了审批人员的用
权行为#保护了干部#做到&用权规范$

用权高效$用权为民(% 他希望中心全面
推行网上审批模式# 并根据发展的需
要#不断创新行政审批服务模式#不断
提高管理的科学性和审批的效率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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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保铭在讲话时说# 省政务中心
是我省建设依法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
府的重要窗口#为提高行政审批效率$

改善投资环境作出了突出成绩# 赢得
了办事群众和社会各界的赞誉%

罗保铭指出#省政务中心取得的发
展成绩#得益于省委$省政府的正确决
策#中心的有效管理#进驻各厅局的大
力支持和全体审批人员的辛勤努力#是
不断实践$不断探索$不断创新的结果%

他说#当前#海南处在发展的关键期#投

资环境$政务效率对海南的发展至关重
要% 扩投资$上项目是海南现阶段经济
增长的核心动力# 而审批效率的高低#

直接关系到项目建设的快慢#抓审批效
率就是抓项目% 他希望大家以高度的事
业心#强烈的责任心#勇于创新的精神
和严格自律$清正廉洁的作风#继续深
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#为海南发展
创造一流的政务环境%

罗保铭要求# 要总结推广省政务
中心的经验#培训审批骨干#加快推进
市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*要完善制度#

加强管理# 强化对审批权力运行的监
督制约#确保行政审批权依法行使$廉
洁运行* 要不断提高审批人员的综合
素质和业务能力# 把中心建设成为培
养干部$锻炼干部的重要平台%

省委常委$秘书长孙新阳#副省长
林方略#及省委办公厅$省委组织部有
关负责人参加调研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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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第+&号台风&启德(挟带狂风巨浪
扫过南海# 并将从明天起给海南本岛
带来强降雨% 今天上午#省委书记$省
人大常委会主任罗保铭#省委副书记$

省长蒋定之就防御&启德(的工作作出
重要指示% 省&三防(总指挥部上午召
开全省防风视频会商会议#从早晨-时
起全省启动防风/0级应急响应# 全面
展开防风工作%

罗保铭$ 蒋定之在指示中要求+

一$ 要高度重视防御今年第+&号台风

&启德(工作#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想#

密切监视#加强会商#强化预报预警%

二$ 要全力以赴抓好渔船回港避
风工作#跟踪落实渔船进港情况% 对病
险水库要加强检查$巡查$排查#发现
险情要及时抢险并报告# 确保水库安
全度汛%

三$要坚持以人为本#把人民生命
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# 及时组织转移
群众#确保做到&五个+1%*(%

四$要切实加强领导#进一步强化
责任制的落实% 各市县$各部门的主要

领导要靠前指挥# 全力抓好防台风工
作#尽最大努力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%

自+&日以来#省&三防(总指挥部
先后发出两次通知# 要求做好渔船回
港避风等工作% 防御&启德(的工作已
全面展开# 今天上午的全省防风视频
会商会议对防风工作再次进行了具体
部署% 会议要求#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密
切关注台风动向#加大防御力度#尤其
要把水库安全作为防风工作的重中之
重#要确保渔船回港避风的安全#坚决
防止&赶风头#抢风尾(现象出现% 还要

吸取日前北京$江苏等地的经验教训#

做好城市防洪工作# 及时对城市排水
设施进行排查$维修#杜绝安全隐患%

省 &三防( 指挥部有关负责人分
析# 目前全省水库的总蓄水量已经达
到'2亿立方米# 比去年同期增加&32亿
立方米# 比多年同期增加+%多亿立方
米#承载水量能力较低#&启德(可能带
来的局部强降雨将是水库安全度汛的
一大挑战# 必须做好科学调度% 他指
出# 一定要吸取浙江水库溃坝的惨痛
教训#坚决做好三项工作+要对水库安

全进行全面排查#加强巡查#发现问题
立即处理*要严格控制水位#超汛限的
必须立即行洪降低水位# 其它水库也
要科学测算水量#适当降低水位*特别
要把正在除险加固的病险水库安全作
为水库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# 做到人
员$物资$设备&三到位(#随时应对可
能出现的紧急情况%

据了解# 有关部门已积极组织在
南海北部$东部作业的渔船回港避风%

截至今晚-时# 全省已有#-&2%艘回港
避风%

运行四年# 行政许可审批受理办
件总数2'#$$+件* 办结件总数2'#%-#

件* 办结率为..3$2** 提前办结率
..32-** 单件实际办结时间比法定办
结时间平均节省+'3-天#行政审批工作
实现零投诉))这样高效便捷的服
务# 让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收到办事
群众赠送的锦旗-%%多面# 表扬信+-'

封#花篮#+个#牌匾+#块%

解群众所难#想群众所想#办群众
所需# 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$ 谋利
益 # 省政务中心获得了最大的金
牌,,,百姓的赞誉% 群众送上一面面
鲜红的锦旗#表达最真挚的感谢% $月
+(日#记者来到省政务服务中心#探寻
那一面面锦旗背后的故事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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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常到省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审批
业务的海药集团海口制药厂的林私群
清晰记得##%+%年2月的最后一天#她
带着材料匆匆赶到省政务服务中心省

地税局审批窗口时# 准备办理延期缴
纳税款业务时# 已经到了下班时间%

&当天是最后的期限日# 如果没办成#

企业的资金就会受很大影响% (林私群
告诉记者#当时她非常着急#省地税局
行政审批办公室主任科员张学睿了解
到这一情况之后#立即启动受理程序#

加班加点为她办理了延期缴纳税款受
理手续% 审批窗口为企业着想#热情为
企业服务的举动感动了林私群%

与林私群有同样感受的还有海南
环境科学经济发展公司的李雄丹% 李
雄丹说# 他们公司不少业务是涉及环
评报告审批的% 当初#她刚进公司时#

对环评审批业务需要的材料和程序不
是很熟悉# 她到省国土环境资源厅办
理审批业务时# 工作人员热情周到的
服务# 让她很是感动% 最让她感动的
是# 他们公司在负责海棠湾一家酒店
环评报告审批时#由于施工时间紧#项
目单位特别着急# 希望环评报告能尽
快处理% 了解到他们企业这个情况后#

省国土环境资源厅的审批工作人员加
班加点# 原本承诺&%个工作日的审批

时限#两天就办结了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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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年$月的生产淡季#海南南国食
品实业有限公司一般会有#%4&5人离
职#可今年员工的稳定程度比较高#这
得益于他们在省人社厅的指导下#申
请到了劳动特殊工时审批% 这不仅让
企业节省了大量的加班费# 而且在生
产淡季阶段#员工队伍也相对稳定%

海南南国食品实业有限公司人力
资源部经理林莉娟表示# 他们公司是
劳动密集型企业# 生产有淡旺季# 淡
季时# 工人都没什么活干# 可到了春
节销售旺季时# 员工都要加班加点#

因此加班费是企业一笔很大的开支%

当初# 她到省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审批
业务时# 不懂得什么是 &特殊工时(

政策# 省人社厅审批窗口工作人员了
解了他们企业的情况后# 就主动提醒
她说# 有 &劳动用工备案( 企业可以
申请 &特殊工时( 政策% 在了解这个

特殊工时政策后# 他们公司就组织材
料按程序申请%

&我记得那天是狂风暴雨# 省人社
厅三名工作人员冒雨提前来到我们公
司进行调查#这让我们很感动% (林莉娟
说#省人社厅审批人员提前一天与他们
预约#但是当天下着大雨#她以为审批
人员可能不会来时#三名审批人员风雨
无阻地如约提前到了他们企业% 当她准
备向三名审批人员泡咖啡时#审批人员
说只喝矿泉水就行% 审批人员高风亮节
的举动感动了林莉娟% 最后审批人员现
场调查了企业情况#向他们讲解相关法
律法规# 最终在承诺的办理时间内#为
企业办理了&特殊工时(审批% 审批人员
优质周到的服务#想企业所想#忧企业
所忧的举动感动了他们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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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起省政务服务中心推行的行政
审批&三集中(!即审批事项集中$审批
权力集中$ 审批人员集中" 制度的好

处# 海南铭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翁
奕翔深有感触% 和省住建厅打了快+5

年审批交道的她用了&便捷($&透明($

&时效(六个字来表达行政审批三集中
的好处%

翁奕翔说#在省政务服务中心成立
前#建筑领域的审批需要跑到琼苑路的
省住建厅去办理% 那里停车不仅不方
便#而且办事没有指南#有时一件事要
从+楼跑到(楼#各个处室跑%现在有了政
务大厅# 所有的审批在窗口就可以办
理#不仅节省了办事时间#而且减少了
办事人员的交通费% 原来办理审批业务
时# 办事人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办结#

工作人员通常说的一句话是&办结了电
话通知你(% 可现在#在政务大厅的审批
窗口# 每项审批业务都有承诺办结日
期#这样他们心里就有底#不再像以前
那样#三天两头往审批单位跑%

&审批人员设身处地为企业着想#

这让我们感动% (翁奕翔说#省政务服
务中心高效率运行$高质量的服务#为
企业打造了一个高效便民$ 公开透明
的政务服务平台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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